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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年前的 9月 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

路路轨，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

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

人民从此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

平正义而战。

90年后的 9月 18日，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再次划破沈阳

天际，提醒后人铭记悲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问：是什么，使得东北抗

日联军作出这么多的牺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留下这么久

的回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柳林街，修缮一新的北

大营旧址陈列馆静默无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国民政府仍心存侥幸心

理、严令军队“不抵抗”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指出“这一

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号召国人奋起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

国！”这份横眉冷对日寇的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在民族危机爆发之

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第一个发出

抗战宣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了灯塔。东北各阶层

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

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

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民……仁人志士接踵而

来，他们或是年轻的革命者、或是留学莫斯科的高材生、或

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但来到东北，他们的身份便只有一

个——共产党人！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牲无悔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35岁，敌人解剖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

枯草、树皮和棉絮；赵尚志牺牲时 34岁，遗体被扔进松花江

的冰窟之中；陈翰章牺牲时 27岁，被敌人残忍地割断了舌

头、剜去了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多时3万多人锐减到最少

时不足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敌人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

14年抗战的首倡者，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者。”辽宁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张洪军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士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

粒粮食，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日军物资充沛、红光满面，抗

联军队连衣服都靠扒敌人的穿；东北的寒冬，唾沫出口成

冰，躲在山里的战士却连火都不敢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此坚持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国奴的生活。”杨靖宇

亲自写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雪地里

唱出军魂豪迈；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

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

的！”赵一曼就义前为幼子“宁儿”写下的家书，舐犊之情与

爱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面对日伪

军逼降，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投江前的话

语，书写出“八女投江”的壮烈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原名关有

维的山西青年，给自己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尽在不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守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

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

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

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

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

成为东北抗联英雄壮举最好的注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9时18分准点到达沈阳北站。

驾驶员王伟目视前方，不断变换口令。世界一流的高

铁操作系统环绕他的周围。

巧合的是，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的京哈铁

路，正好从当年日军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米远

处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道：“想想当年日本人

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争，令人愤

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路和高铁，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

有更美好的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建立的秘

密宿营地——抗联密营，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具规

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

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建立现场教学点，打造精

品课程，把革命遗迹旧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堂。

今年 10月，作为 2021年度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

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大数据项

目建设如期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将在大数据的助力

下走出山城本溪，走进更多中国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团结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中华儿女团

结在一起。

90年前，中华民族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开始；90年后，

中国人民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抗联精神生生不息。

气贯长虹气贯长虹 英雄史诗英雄史诗
东北抗联精神述评东北抗联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28日从

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前三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5万
亿元，同比增长2%，两年平均增长5.9%，其中三季度两年平

均增长3.9%。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介绍，在前三季度投资

中，公路投资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4.9%；水路领域内河

方面投资超过 500亿元，同比增长 9.7%，沿海方面超过 540
亿元，同比增长24.4%。

刘鹏飞说，前三季度营业性货运量完成 383亿吨，同比

增长 16.8%，两年平均增长 6.3%，其中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长

4.7%，与宏观经济走势匹配较好。

“受局部地区疫情多点散发影响，营业性客运量、城市

公共交通客运量恢复出现波动，一、二、三季度总体呈现‘两

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分别下降30.4%和

11%。”刘鹏飞表示，前三季度虽然客运恢复出现波动，但私

家车等个性化出行保持增长。前三季度高速公路小客车流

量、普通国省道小客车日均断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0.8%和

15.9%，两年平均增速均在5%以上。

港口货物吞吐量继续增长。前三季度，港口货物吞吐

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完成115.5亿吨和2.1亿标箱，同比分

别增长 8.9%和 9.5%，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5.9%和 4%，其中三

季度两年平均分别增长4.3%和3.3%。

“今年以来行业经济运行还有不少亮点，前三季度中欧

班列开行列数超过 1万列、快递业务量持续快速增长等，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刘鹏飞认

为，前三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未出现大起大

落。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三季度当

季部分指标两年平均增速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与疫情前

相比，总体仍保持在合理区间。

前三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超过2.5万亿元

10月27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静安养亲苑，护理人员在为老人梳头。 解琛/摄

安 徽 瑶 海 ：推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丁小溪 范思翔）记者

28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2022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

公开选调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29日8:00至
11月7日18:00期间，登录“2022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

开选调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subb.scs.gov.cn/lx2022）进
行网上报名，笔试将于 11月 27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自治区首府同时举行。

据了解，本次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中央机关共有 39
个部门参加，计划选拔 401人。其中，公开遴选职位包括

处长及以下职务和一级调研员及以下职级，计划选拔 382

人；公开选调职位包括副处长职务和一级至四级调研员

职级，计划选拔 19人。与往年相比，本次公开遴选和公开

选调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进一步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

相宜，坚持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严格政治条

件，从严政治考查，严把遴选、选调人员政治关。此外，报

名仍然采取个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考试继

续针对不同职务职级命制相应试题，重点测查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用人部门综合考虑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职位要求，

择优确定拟任职人员。

据介绍，这是自 2010年以来，中央机关第 12次开展公

开遴选，此前已有一大批优秀基层公务员通过该方式进入

中央机关工作，优化了中央机关公务员队伍来源和经历结

构，同时建立了来自基层的公务员培养选拔机制，畅通了基

层公务员向上流动渠道。中央机关公开选调工作自2014年
开展以来，进一步扩大了选人用人视野，为中央机关补充了

一批具有相关行业工作经历和较高专业素养的急需人才，

在促进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方面发挥了示

范作用。今后，中央机关将按照健全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

度的要求，继续推进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工作，不断完善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新华社伦敦10月27日电（记者 梁希之）英国泰晤士

高等教育27日公布2021年度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

地有7所高校跻身百强。

这7所内地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京大学。其中，清华

大学位居榜单第10位，为排名最高的亚洲高校。北京大学位列

第15位，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并列第50位，复旦大学和中

国科技大学位于51至60组别，南京大学位居91至100组别。

此外，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 3所大学入选百强，其

中香港大学位列第48位，香港科技大学位居91至100组别，

台湾大学位于61至70组别。

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知识官菲尔·巴蒂表示，中国内地

高校在排名上的突破表明，中国内地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卓

越表现受到更多关注。随着中国内地高校变得更具吸引

力，未来几年全球高等教育的力量平衡点可能会发生变化。

泰晤士高等教育从2011年开始发布世界大学声誉排行

榜。今年该机构共邀请全球万余名学者参与投票调查，共

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2所高校上榜。

中国内地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所高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跻身泰晤士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百强

2022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

新华社利雅得10月28日电（记者 王海洲 胡冠）

第五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26日至 28日在沙特阿拉伯

首都利雅得举行。沙特官员在会议期间表示，沙特高度

重视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前来

投资。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会议期间，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

44家跨国企业获得了将地区总部迁至利雅得的许可。为

吸引国际投资，沙特政府今年 2月宣布，自 2024年起，将

给予地区总部位于利雅得的跨国企业在金融等方面的政

策支持。

沙特投资大臣哈立德·法利赫说：“中国在沙特对

外关系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中国企业也进入到沙

特各行业之中。目前，沙特几乎所有商业领域都对外

开放投资机会，希望更多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能够

参与其中。”

沙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班达尔·胡拉耶夫表示，沙

特高度重视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医疗卫生

领域。同时，沙特在矿产资源领域有很多机会，期待包括

中国企业在内的世界知名企业加入。

中国港湾、中地集团、滴滴和同方威视等中国企业

此次获得了将地区总部迁至利雅得的许可。“中国港湾

始终重视沙特市场，将积极参与沙特的开发建设，为沙

特实现‘2030愿景’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港湾工程有限

公司中东地区副总经理、沙特分公司总经理宗宇在会

议现场说。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被誉为“沙特达沃斯”。本届会

议以“投资于人类”为主题，聚焦投资清洁水资源、教育、

公共卫生、性别平等和消除贫困等话题。

新华社东京10月 28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央

行 28 日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其对 2021 财年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4%，同时继续保持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维持利率

水平不变。

日本央行当天发表的经济与物价展望报告指出，日

本经济复苏面临严峻形势。服务业依然低迷，出口及工

业生产受海外供给制约出现减速。央行将 2021财年日

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由此前的增长

3.8%下调至 3.4%，将 2022财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2.7%小

幅上调至 2.9%。

报告同时下调了本财年物价上涨预期，预计日本剔

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将与上一财年持

平，2022财年预计CPI上涨0.9%。

日本央行宣布，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 0.1%的水

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继

续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维持为应对新冠疫情

而采取的各种宽松政策；继续支持企业融资，并通过购买

资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当天在记者会上重申，日本

央行将继续坚持2%的通胀目标，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推

出进一步的宽松措施。

新华社新德里10月28日电（记者 胡晓明）据印

度媒体 28日报道，在该国新德里地区进行的第六轮新

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中，90%以上受检者的检测结果

为阳性。

据《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上述检测从9月24日开

始，从新德里地区的280个病房共采集2.8万个样本。这

是今年 4至 5月印度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后，印首都

地区首次进行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女性的检测阳性率高于男性。

媒体援引一位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检

测结果意味着在新的严重变异毒株出现前，新德里地区

不太可能暴发像今年 4、5月份那样的破坏性新冠疫情，

但该检测结果既不能说明印首都地区已实现群体免疫，

也不能说明新冠疫苗接种是否对被测地区的新冠病毒

血清抗体检测高阳性率产生了作用。在今年1月进行的

新德里地区第五轮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中，56.13%受

检者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据印度卫生部28日公布的数据，印度当天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 16156例，累计确诊 34231809例；新增死亡 733
例，累计死亡455386例。

沙特希望
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

日本央行
下调本财年经济增长预期

10 月 22 日，工作人员在比利时圣希利斯－瓦斯市
的一个水果分拣包装车间将即将出口的比利时啤梨
装箱。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比利时啤梨“热盼”中国进博会

印度新德里超90%受检者
新冠血清抗体检测阳性


